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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铁路总公司消息袁2018年 4月 28
日起至年底袁 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扩大铁
路局管内部分动车票价下浮折扣袁 理顺
各席别之间的比价袁 进一步完善服务措
施遥

当前袁 乘坐动车出行作为大众的首
选已是不争的事实遥运行安全尧快速便捷
是一方面袁 而堪比航空的温馨舒适也是
非常吸引大众的眼球袁还有经济实惠尧高
性价比的票价袁 让出行的大众纷纷涌向
乘坐动车的行列遥其实袁还有一点吸引人
的就是购票的方便袁 尤其是通过互联
网+袁足不出户尧随时随地袁一部手机就可
以轻松购买到需要的车票遥

想必动车的许多诱人之处随着出行
者的美好体验而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同遥
大众对动车的满意度尧 心怡度从乘坐的
频次和人次不断上升的趋势也得到充分
的证明遥 以春运为例袁有数据显示袁在 40
天的春运中袁 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8亿
多人次袁同比增长 6.8%袁而乘坐高铁的旅
客达 2亿多人次袁占比超五成袁平均在途
时间缩短至 327分钟袁平均运程 524.5公
里遥

事实证明袁对出行美好体验的追求袁
是新时代大众出行的普遍期望袁 而最大
限度的满足尧 实现大众的这种美好出行
体验袁铁路部门责无旁贷的担当了起来遥

此次对广州至珠海尧海南环岛尧南京
至安庆尧丹东至大连尧青岛至荣城尧郑州
至开封尧武汉至孝感等 28条城际铁路部
分动车组列车票价实行不同形式尧 最大
折扣幅度由前期试点的 10%提高到 20%
的折扣优惠袁这也是自 2017年底对铁路
局集团公司管内 14 条动车组列车运营
线路动车组列车票价开展浮动试点后袁

又一次大范围实施票价优惠袁此举袁再次
呈现了铁路部门勇于担当尧 一心为民的
品质遥

众所周知袁盈利袁是企业经营的最终
目的袁 已然走向市场的铁路企业自然明
白这个道理袁 列车车票在盈利中的比重
自不待言袁票价下浮折扣袁自然会影响盈
利袁尤其是正处于很野火冶的动车遥

野人民铁路为人民冶袁 这是铁路企业
一直坚守的理念袁 面对新时代下大众对
出行美好体验的需求和期盼袁 如何既要
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袁 又要实现大
众出行的美好体验袁铁路企业秉承初心袁
做出了智慧选择遥

实施车票下浮折扣的举措袁 意味着
动车票价将更实惠袁 也意味着乘坐动车
出行的人数会再增加袁 更意味着铁路部
门将不仅要承受盈利上的影响袁 还要承
受由此带来的服务更多旅客的压力遥

践行野人民铁路为人民冶的理念袁不
仅需要担当袁更需要投入袁还需要在行动
上及时尧有效的跟进遥

事实上袁 铁路部门实施车票下浮折
扣的举措只是凸显为民情怀的一方面袁
与此并举的还有进一步丰富 12306服务
内容袁增加完善正晚点信息尧站内导航尧
重点旅客预约袁 在全国高铁主要大站提
供站车WiFi服务袁进一步推进地市级以
上车站候车区母婴服务区尧哺乳区建设袁
直辖市尧省会尧计划单列市所在地主要高
铁大站设置儿童候车娱乐区袁提供安全尧
简易儿童游乐设施袁依托野铁路畅行冶会
员计划袁为集团客户尧团体客户尧星级会
员尧高端客户提供更多差异化增值服务袁
开展积分兑换车票尧列车升舱尧专区候车
等一系列服务产品遥 王祝立

朋友圈随手转发网络筹款献爱心,却被野爱
心奖励冶 误导加入了网络互助平台, 但何为互
助,是否符合加入条件,均没有事先明确告知遥
近日,有读者向记者爆料,有网络互助平台涉嫌
以 3元低门槛诱导会员加入领取野30万元互助
金冶,但实际上却需要连续充值付费遥 网络互助
平台靠谱吗钥 资金去向谁来监管遥
不少网络互助平台打着公益的旗号, 推出

野互助计划冶, 让网友加入网络互助平台, 如以
野爱心奖励冶刺激,让网友交钱获得多少万元的
互助金保障曰有的网络互助平台还存在让用户
反复往账号里充值的问题曰还有的野互助计划冶
已经逾越了互助性质,成了一种保险,而这些网
络互助平台并不是保险机构遥另外,一些经营主
体业务模式存在不可持续性, 相关承诺履行和
资金安全难以有效保障, 同时还可能诱发诈骗
行为,从而给消费者带来经济损失遥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各类网络互助平台多
达两百多家遥这么多家网络互助平台,还存在这
么多问题遥对于这些网络互助平台的监管,就显
得尤为重要遥 不少网络互助平台为了吸引用户
加入,还存在不少诱导性内容,比如广告打出交
很少一点钱,就可以获得数百万元额度的保障,
覆盖很多种疾病等等,但打开细则认真看,会发
现里面设置的条件却又极为苛刻, 如要求一年
内未因同一病症持续或反复用药尧女性要求未
孕,平台并不对互助金额作出承诺和保证等等遥
野互助计划冶更像是野保险计划冶的变种,但正规
保险很保险,野互助计划冶却并不保险遥

正如专家指出, 互助计划缺乏长效保障机
制遥这就难以避免出现造假骗钱等风险,让参加
人员未来得不到保障遥当然,对于网络互助平台
这一新兴事物,要看到其利弊两面,对其不能一
棍子打死,但也不能任其自生自灭,而要避免其
野双刃剑效应冶遥如目前来看,网络互助计划的受
益者也不少, 有一些人加入网络互助平台之后
身患重病,确实得到了及时的救助遥 对此,就要
让网络互助计划能够健康发展尧规范发展,以能
受惠于更多人曰要能规避风险,让网络互助计划
发挥出正向作用,能够兼济天下,而不是让求助
者更无助,让求助者更受伤害遥

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 如对于资金去向加
强监管,必须做到公开透明曰对于网络互助计划
误导消费者尧消费者权益无法保障等问题,要能
及时出手遏制,对其有益于社会的方面,使其最
大程度发挥作用遥

平台更应该积极自救,要能完善风控措施,
避免诱发金融风险遥 要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平台要能以用户利益尧社会利益尧公共利益
为重,充分发挥出运营智慧,这样才能做大做强
做久遥 这样才能让网络互助计划真正发挥出网
络互助的作用, 帮助更多陷入困境的个人与家
庭走出困境,让网络
互助平台能够真正
成为公益事业尧慈善
事业的辅助与补充遥

范平

4月 11日, 江苏省无锡市工商局官
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显示: 无锡市工
商局经过初步调查后表示, 相关外卖服
务平台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
经营行为以及极端营销措施行为, 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社会舆论的持
续发酵遥 为及时制止涉嫌违法行为,规范
市场经营秩序, 无锡市工商局对滴滴外
卖尧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三家外卖服务平
台进行行政约谈遥 对此,三家外卖服务平
台均表示积极配合, 致力于恢复无锡外
卖市场良好秩序遥

野一分钱吃一份炸鸡,一元钱喝一杯
奶茶,一块钱买了 6听雪碧遥 冶这么便宜
的价格跟白送差不多了, 对于消费者来
讲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不要白不要,于
是乎无锡掀起全城市民点外卖的高潮 ,
外卖订单骤然暴增, 超出商家的接单能
力,外卖小哥也忙得不可开交遥可俗话讲,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之所以如此廉价,
完全是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刺激所致 ,等
战火平息后,恐怕又要恢复原样了遥

经过前几年的补贴大战, 外卖平台
成功教育了消费者, 培育了大量的客户,
很多人已习惯订外卖遥 在饿了么与百度
外卖合并后,市场逐渐趋于平静,滴滴外
卖的加入,再次令外卖进入野三国杀冶格
局遥 作为新进入者,滴滴外卖选择高额补
贴来抢占市场份额, 也是可以理解的,毕
竟这是最简单粗暴的套路遥 从市场反馈
的效果看, 滴滴外卖很快就抢走近三分
之一的市场, 并引发饿了么与美团的阻
击,这说明外卖行业的壁垒并不牢固遥

不过, 补贴大战虽然给消费者带来
实惠,但后遗症也很多,且无法持续遥 毕
竟,互联网用户增长率趋缓,外卖行业已
经普及,现在处于存量竞争为主,烧钱引
流的效果非常短暂, 无法培育消费者的
忠诚度遥 补贴大战对资金的消耗太大,三
家平台为了保住市场, 都要发放大量补
贴券,如此就会形成烧钱游戏,比拼谁的
资金实力强大,谁都不敢轻易主动停战遥

补贴大战令外卖订单暴涨, 短时间
大批量的订单让商家应接不暇, 以致不
少商家暂停了接单遥 外卖小哥数量短缺,
也无法及时送达, 导致订单大量积压,很
多订单被迫取消, 严重破坏了消费者的
体验感遥而且,平台互相比拼优惠力度,造
成外卖价格击穿成本底线, 令未加入平
台的商家利益受损, 也扰乱了市场价格
体系,属于无限度竞争遥为了控制商家,平
台还对部分商家采取下线拉黑, 也涉嫌
滥用市场垄断支配权, 侵害到商家的自
主选择权遥

无锡工商局约谈三家外卖平台,叫
停极限营销手段, 督促平台合规化竞争,
是遏制恶性竞争的危害进一步蔓延,及
时对烧钱游戏进行止损, 防范破坏市场
秩序,诱发更多问题发生的积极举措遥 从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历史看, 类似补贴大
战都不长久,拓荒期过后,就应进入精细
化管理阶段,以创新经营模式尧提升服务
品质尧完善消费体验为导向,探索更为合
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如此方能使行业
步入良性发展,惠及商家和消费者遥

江德斌

动车票价下浮折扣凸显为民情怀

补贴大战不能变成恶性竞争


